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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想知道“百病之源”
是什么吗？您想知道得了

“三高”疾病怎样科学护理
吗？您想知道人类健康

“杀手”动脉粥样硬化是怎
么回事吗？想知道高血
压、高血糖、高血脂，哪个
危害更大吗？

《帝王养生》评书机，
对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
将做详细的讲解，如何预
防，如何治疗，关于三高的
养生知识，通俗易懂，一学
就会，是中老年朋友不错
的科普选择。

评书机上市了，限时
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
得！实名登记，电话报名，
不 得 重 复 领 取 ，送 完 为
止 ！ 申 领 热 线 ：
400-6400-279！经济信息

《帝王养生》评书机
免费申领

2019 年国家医保谈判准
入药品名单11月28日对外发
布，通过谈判，97个药品进入医
保目录。其中，包括奥拉帕利
在内的70个新增药品，价格平
均下降60.7%；另外27个续约
成功的药品，平均降价26.4%。

这次谈判成功的药品涉
及癌症、罕见病、肝炎、糖尿病、
耐多药结核、风湿免疫、心脑血
管、消化等10余个临床治疗领
域。多个全球知名的“贵族药”
开出了“平民价”，进口药品基
本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患者负担水平降至20%以下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
理司司长熊先军介绍，今年进
入谈判环节的药品数量共有
150 个，包括 119 个新增谈判
药品和31个续约谈判药品，新
增谈判药品数量和谈判药品总

量均创历史新高。
最终，119 个新增药品有

70个谈判成功，31个续约药品
有 27 个谈判成功。“谈判成功
的药品，多为近年来新上市且
具有较高临床价值的药品。”熊
先军表示，通过谈判降价和医
保报销，保守估计，患者个人负
担水平将降至原来的 20%以
下，个别药品降至5%以下。

国家医保目录调入分为
常规准入和谈判准入两种方
式。医保药品谈判准入的结
束，意味着今年国家医保药品
目录调整的完成。对于尚未纳
入目录及谈判不成功未能准入
的品种，医保部门将建立医保
目录动态调整机制。

肿瘤、糖尿病等用药平均降65%

《2019年国家医保药品目
录调整工作方案》中提到，将优

先考虑国家基本药物中的非医
保品种、癌症及罕见病等重大
疾病治疗用药、高血压和糖尿
病等慢性病治疗用药、儿童用
药等。从这些重点领域的谈判
结果来看，5个基本药物全部谈
判成功，22个抗癌药、7个罕见
病用药、14 个慢性病（含糖尿
病、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等）
用药、4个儿童用药谈判成功。

其中，3 种丙肝治疗用药
降幅平均在 85%以上，肿瘤、
糖尿病等治疗用药的降幅平均
在 65% 左 右 。 备 受 关 注 的
PD-1 类肿瘤免疫治疗药、能
治愈丙肝的口服药等首次进入
目录，肺癌、直肠癌、乳腺癌等
有了更多靶向和化疗药选择，
波生坦、麦格司他等药品的谈
判成功，使肺动脉高压、C型尼
曼匹克病等罕见病患者摆脱目
录内无药可治的困境，糖尿病、

乙肝、类风湿性关节炎、耐多药
结核、慢性阻塞性肺炎等患者
有了更多优质新药可供选择。

竞争性谈判，企业报价大幅下降

谈判中，针对丙肝药品创
新性采用了竞争性谈判的形
式。目前，治疗慢性丙肝的
药物安全有效、治愈率高，但
一个疗程多超过 5 万元的治
疗费，让不少患者望而生畏。
为此，医保部门引入竞争谈判
的方式，明确仅允许 2 个全疗
程费用最低的药品进入目录，
且承诺 2 年内不再纳入新的
同类药品，引导企业充分竞
争。通过竞争性谈判，企业报
价大幅下降。这不仅降低了
药价，同时国家承担大部分、
个人承担小部分费用，大大
减轻了患者的经济负担。（摘
编自《工人日报》）

多种全球“贵族药”开出“平民价”
●11月27日晚，内蒙

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四子
王旗确诊一例腺鼠疫病
例。患者发病前曾在鼠疫
疫源地内活动过。目前，该
患者已在当地医院隔离救
治，病情平稳，相关防控措
施已落实。对 4 名密切接
触者已按要求进行隔离医
学观察。（摘编自新华社）

●针对“低头玩手机”
过马路等行为，《河南省文
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提
出，通过人行横道使用手机
等便携式电子设备的，将由
相关行政执法部门责令改
正，处警告或 50 元以上
200 元以下罚款。（摘编自

《河南商报》）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
文台日前宣布，该台研究团
队 依 托 郭 守 敬 望 远 镜
（LAMOST）发现了一个迄
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洞。
这个黑洞质量约为太阳的
70倍，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
上限。（摘编自《都市快报》）

■国际速读

93岁英女王或于 2021
年退休 93 岁的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可能会在
2021 年满 95 岁时退休，由
长子查尔斯担任摄政王。
女王退休传闻再起，是因为
查尔斯王子对王室事务的掌
控程度逐渐增加，被视为英
女王可能即将退休的征兆。
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
利普亲王在两年前的秋天，
以95岁高龄退休。（摘编自

《都市快报》）

日本女川核电站获准
重启 11月27日，日本原子
力规制委员会同意让东北
电力公司运营的女川核电
站 2 号机组重新启动。这
座核电站在 8 年前地震及
海啸中受损，3 个机组均处
于停运状态。现阶段，日本
全国核反应堆多数仍处于
停运状态。因2011年地震
及海啸受损停运的核电站
中，日本原子能发电公司运
营的东海第二核电站2018
年 11 月第一个获批重启。
（摘编自新华社）

本报讯 近日，宁波市中
级人民法院审结浙江省台州市
椒江区法院原党组成员、副院
长王鹏翔受贿罪、高利转贷罪
一案，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六
个月，并处罚金150万元。

案例通报中提到，2014年
1 月，王鹏翔拿妻子名下的一
处房产作抵押，向银行申请装
修消费贷款200万元。放款当
天，王鹏翔将账户上的钱立即
转贷给三名利益关系人，赚取
利 息 差 。 2014 年 11 月 到

2018年违法所得118万元。
在落马官员中，高利转贷

这个罪名较少见。什么是“高
利转贷”？根据刑法第一百七
十五条第一款规定，高利转贷
罪是指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
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高利转
贷他人，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
行为。就量刑而言，违法所得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违法所得
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数额
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根据此前规定，放高利贷
（年利率超过36%）是违法的，超
过法定标准部分的利息不受保
护，但并不构成犯罪。但今年
10 月 21 日后情况有了变化。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等10月21日联合发布《关于
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
题的意见》。根据该《意见》，满
足一定条件，会构成犯罪。（摘
编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落马官员出现罕见“高利转贷罪”

本报讯 垂直无障碍电动
升降柱、康复和健身水下跑步
机……近日，由中国老龄产业
协会、中国保利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老龄工作委员会共同
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国际老龄
产业博览会（下称“SIC 老博
会”）在广州保利世贸博览馆开
幕，国内及国外近300家知名
企业参展。

中国老龄协会宣传部主
任庞涛介绍，今年的 SIC 老博
会从产品种类到服务模式，从
专业机构到养老地产，从日常
用品到智能设备，基本覆盖了
老龄产业的全领域。共有来
自全球 1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余家国际企业参展，海外
展商占比超30%，这也客观证
明，更具规模、更加开放、更有

市场的发展方向，才是老龄产
业发展的趋势所在。

庞涛认为，要使我国的老
龄产业未来得到提升，还应朝
着信息化、科技化、智能化方向
发展，本届 SIC 老博会的养老
智能化展区，就展示了养老机
构管理系统、智能可穿戴产品、
养老陪护机器人等养老新科
技。（记者鲍杰）

SIC老博会展示智能化发展前景


